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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本报讯 野紧日子冶今后如何过钥
日前袁 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二院印
发了 叶关于进一步勤俭节约坚持过
紧日子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 叶通知曳冤袁
提出控制压减行政开支的 5大方面
12条具体措施袁 要求进一步降低行
政运行成本袁 真正将过紧日子的要
求落到实处袁 集中财力保障全院高
质量转型发展遥

叶通知曳 要求袁 在严控办公费
用方面袁 日常办公用品要厉行节
约袁 提倡使用再生纸尧 再生耗材等
循环再生办公用品曰 倡导办公用品
共享共用尧节约使用曰提倡通过线上
阅读尧 设立阅览室等方式实现资源
共享使用曰 节约办公用水和办公用
电袁坚决杜绝跑尧冒尧滴尧漏和野长流
水冶现象袁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袁减少
开灯数量和时长袁杜绝野长明灯冶袁做
到人走灯熄遥

叶通知曳还对野三公冶经费尧印刷
费用尧会议费用尧培训费用的支出提
出了明确规定袁对野三公冶经费支出
事项必要性和合理性加强进行审

核袁从严控制会议数量尧会期尧规模袁
严格控制会议各项开支曰对于业务培
训袁 应采取网络视频形式开展培训袁
严控线下培训数量袁提倡将培训方式
由野走出去冶调整为野请进来冶遥严格控
制纸质文件资料印刷数量和分送范
围袁压减纸质文件尧资料汇编尧技术报
告等的印刷支出袁 会议材料数量尧页
数较多的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送遥

对于差旅费用袁 叶通知曳 提出
要加强差旅活动审批控制袁统筹整合
地点相同尧对象重叠尧内容相近的检
查考核尧业务对接尧资料报送等日常
公务出差活动袁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
式变相旅游袁从严控制同一事项出差
人数尧频次和天数袁控制差旅费支出
规模遥

叶通知曳强调袁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袁明确分工任务袁加大监督力度袁认
真履责尧协调配合袁着力压减行政运
行成本袁把更多的资金用在促进全院
经济发展尧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袁不断
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王伟灿 赵梓桐

野黄岗袁黄岗袁我热爱的家乡袁就在麒
麟古城旁噎噎冶 初夏的前进河畔柳影婆
娑袁 三五成群的孩童和着悠扬的歌声正
在欢快地玩耍遥沿河堤拐过一道弯袁直行
便到了山东济宁嘉祥县卧龙山街道黄岗

社区大门口遥野同志您好袁 请下车扫码登
记袁谢谢配合浴冶一个肤色黝黑尧身板硬朗
的老人正在疫情监控点前工作着袁 他就
是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退休老党员李
虎仁遥

一分乡愁

黄岗村位于嘉祥县卧龙山街道办东
北 1.5公里处袁 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遥谁
曾想到袁 这方沃土在几十年前却是重度
涝洼地袁野田里能捕鱼袁收成全靠天冶这句
百姓口头禅形象地还原了当年的村庄面
貌遥

时过多年袁 李虎仁还清晰地记得年
少时撑着米缸尧 收割高粱穗的场景遥 饱
尝辛酸的他在心底暗自发誓袁 一定要把
家乡建设好遥 1968年秋天袁 弱冠之年的
李虎仁应征入伍袁 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
兵遥 服役期间袁 他扎根祖国大西南袁 无
怨无悔袁 8次荣获嘉奖袁 用青春谱写了
一首忠诚赞歌遥 从部队转业后袁 李虎仁
开始在煤矿工作袁 1983年调入山东局二
队工作遥 工作中袁 他不忘军人本色袁 忠
于职守尧 兢兢业业袁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遥 乡情难舍袁

李虎仁一直牵挂着家乡的发展遥 无数个
清晨黄昏袁 他奔波在单位和黄岗村村委
之间袁 这条 5公里的煤渣路将他和父老
乡亲紧紧连在了一起遥 1994年袁 李虎仁
在山东局二队退休遥 退休后袁 他毅然放
弃城里的优越生活回到家乡袁 带领乡亲
们脱贫致富遥

野现在赚钱的机会多了袁 只要不懒袁
农民增收并不难遥冶李虎仁积极为村野两
委冶出谋划策袁遇到难题总是第一个靠上
去袁做老百姓的工作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袁 黄岗村大力发
展集体产业袁 老百姓的钱袋子也渐渐鼓
了起来遥黄岗村率先在全县建起了社区袁
农民住上了楼房袁村风村貌焕然一新遥

一分田地

野三叔袁 这是我开春种下的辣椒袁都
摘了好几次了袁那边还有西红柿噎噎冶一
个本姓村民站在自家野一分田冶地头和李
虎仁交谈着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遥

自上世纪 90年代袁黄岗村的村民陆
续住上了楼房袁然而拥有自己的一分田尧
体验农耕生活却成为村民多年的夙愿遥
群众有呼声袁党员就要带头干遥李虎仁等
老党员在村野两委冶的号召下袁挨家挨户
走访袁几经周折袁终于将社区西南角的一
块集体土地收回遥 通过科学规划袁 将 38
亩地划分为 8个区袁埋设管道袁四周围起
篱笆袁中间布置小径袁建成了野一分田冶项

目遥田地以低价租给村民袁家家户户有了
野菜园子冶袁实现了群众心中多年的夙愿遥
野留得住绿水青山袁记得住乡愁冶袁现在的
黄岗村村民袁每家每户都有一分田袁清晨
和傍晚下楼到田里开荒尧种菜袁偶尔薅个
草尧除个虫袁孩子们还能体验农事尧亲近
自然袁 老百姓非常享受这种如诗般的惬
意生活遥

野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袁我们老
党员要有实际行动浴冶每次参加支部党员
大会袁 热心肠的李虎仁总是推心置腹地
和同志们交流遥他献智献策袁一个个野金
点子冶落地生根遥

一分收获

野党是春风顺民意袁穷土变富乡浴冶闲
暇时袁李虎仁喜欢哼唱这首黄岗村歌袁浓
浓的乡音饱含着眷眷乡情遥

几十年来袁黄岗村牢牢牵住野以党建
促发展冶这个牛鼻子袁从一片荒芜的盐碱
地蜕变成鲁西南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遥
迈入新时代袁黄岗村秉承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冶的发展理念袁关停高耗能尧高
污染企业袁打造现代化的工业示范区袁增
加就业 100余人袁新增年产值 1亿余元遥
2020年袁黄岗村荣获野嘉祥县乡村振兴贡
献一等奖冶遥野帮到家冶项目由村集体出资
购置各类维修工具和家用配件袁 党员志
愿者轮流值班袁 为社区居民提供零距离
免费服务遥 黄岗村党支部还创造性地开

设了野文明银行冶袁每家每户建立一本野文
明台账冶袁每季度末可根据文明积分兑换
各种家用小物品遥野文明银行冶 激发了村
民文明行事的热情袁 又让百姓得到了实
惠袁形成了文明新风尚遥村史馆尧老年人
野幸福食堂冶 等一批惠民项目先后落地袁
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遥2021
年袁黄岗村圆满完成两委换届工作袁李虎
仁等一批老党员初心不改袁 积极发挥余
热袁 始终活跃在党员志愿服务一线遥现
在袁每逢重要节日袁家人团聚的时候袁李
虎仁总喜欢拿出自己那枚 野光荣在党 50
年冶纪念章袁老伴在一旁打趣他袁野这个奖
牌比你的命还重要啊浴冶5年前袁李虎仁做
了一次大手术袁出院后上楼都非常吃力遥
家人都劝他袁野该退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了冶袁他却凭着不屈的意志渐渐恢复了起
来袁每天清晨都去获麟街花园打太极遥他
经常和老友说袁 真正的养老是精神回归
故乡袁是精神有所寄托遥野余热未尽献尧老
骥不偷闲遥冶这句话在李虎仁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遥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遥 作为山东局
二队的一名普通退休党员袁 李虎仁情系
故里袁倾力助推家乡建设袁用智慧和汗水
在家乡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上留下了绚
丽的一笔遥野退休不褪色袁 银发更生辉遥冶
正是无数个像李虎仁这样的共产党员带
领新农人干事创业袁用野三牛冶精神照亮
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浴

本报讯 近日袁 泰安市财源街道青山社区给山东
省煤田地质局五队送来锦旗袁 对其在泰安市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遥

泰安市财源街
道青山社区是五队
在泰安的共建社区

单位遥 今年年初袁泰
安市政府发布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实施

方案袁五队共建的小
区被列入名单袁该队
党委坚持野我为群众
办实事冶 的初心袁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相关工作袁积极配
合社区推进小区改
造工作遥派出工作人
员与住宅楼居民沟
通协调袁耐心细致地
听取社情民意袁并征
求住户意见建议袁对
有思想顾虑的住户袁

多次上门解释沟通袁解决了其关心的问题和实际困难袁
推进小区改造工作顺利开展遥

宁曙光

音近日袁宁夏煤炭地质局团委被宁夏回族自治
区团委授予野全区五四红旗团委冶荣誉称号遥近年
来袁宁夏局团委紧扣局党委中心工作和上级团委工
作部署袁 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地质事
业袁以野实冶字当头尧野干冶字为先袁充分发挥地质青年
生力军尧突击队作用遥通过开展主题团日尧青年理论
学习小组尧爱心助学尧无偿献血尧趣味运动会尧党史
剧编排等活动袁有效提升团的组织力尧强化团员青
年政治引领尧服务团员青年成长成才尧展现团员青
年志愿风采遥全局团员青年立足岗位尧履职尽责袁为
推进煤炭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杨 瑞

音近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队关爱留守儿童
志愿服务基地要要要翟家洼小学项目荣获省直机关

野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冶称号遥自项目揭牌以来袁该
队青年志愿者用心尧用情尧用爱与留守儿童交朋友袁
守护他们茁壮成长遥 先后开展了留守儿童座谈会尧
上一堂主题教育课尧共同整理一次家务尧野青年文明
号冶与留守儿童手拉手尧爱心捐赠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遥该队建立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基地袁帮助留
守儿童快乐成长尧圆梦课堂袁丰富了留守儿童的关
爱阵地遥在多家媒体的宣传报道下袁越来越多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尧乐于奉献的党员干部尧在校大学生尧
爱心人士参与其中袁共同关爱留守儿童袁帮助他们
健康成长遥 刘蒙蒙

音5月 13日袁由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尧省地质调
查院尧省地建集团共同主办袁省自然资源信息中心尧
省地质科技中心承办的 2022年陕西省自然资源科
普讲解大赛在西安完美收官袁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
质有限公司职工王璇代表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

限公司参加比赛袁并以叶能源领域的黑马要要要地热
能曳的自主命题和叶国土空间规划曳的随机命题袁荣
获大赛三等奖和个人最佳形象奖遥本次大赛分为预
赛尧复赛尧决赛三个阶段袁最终 15家参赛单位的 20
名选手进入决赛袁经过激烈角逐袁决出一等奖 2名尧
二等奖 4名尧三等奖 14名袁还评选出 3个专项奖遥

郭玉佳

学习是进步的阶梯袁要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冶前进遥
学习内容多而繁杂袁要学习基础知识尧专业知识尧法律
常识尧 党的历史尧 天文地理袁 要无所不学袁 还要牢记
野Why钥What钥How钥冶袁懂得为什么学尧学什么尧怎么学遥

思想转变袁快速融入角色遥为什么学渊why冤钥要放
下思想包袱袁 轻装上
阵袁不会的要学袁不懂
的要问袁 向书本学原
理袁 向榜样学经验袁彻
底消除为什么学的障

碍遥学习本身是一件快
乐的事袁但遇到难点未
免会感到枯燥乏味袁要
耐得住寂寞袁吃得了苦头袁静下心来学遥把当下需要的
知识点尧技术规范掌握好袁便可在工作中得心应手袁快
速成才干项目遥

知识积累袁学懂弄通入门遥学什么渊what冤钥要学习
各类基础知识遥知识积累需要时间和方法袁需要媒介和

途径袁学习地灾基础知识尧学习地灾形成演化机制尧学
习地灾分析与评价和地灾危害程度袁 通过刻苦科学的
学习袁熟练掌握相关规范和知识袁做好地质灾害预防知
识的宣传袁指导生产生活遥

项目引领袁学中干尧干中学遥怎么学渊how冤钥工作过
程中要以项目为引领袁
营造 野比 尧学 尧赶 尧帮 尧
超冶 的良好学习氛围袁
要让职工保持积极向

上的学习心态袁充分发
挥正能量袁发扬野三光
荣冶野四特别冶 精神袁学
中干尧干中学袁充分利

用闲暇时间袁把知识捡起来袁丰富自己的头脑袁学以致
用就是最大的受益遥

活到老袁学到老袁学习永远没有终点遥希望广大知
识青年在学习的道路上成功袁在成功的道路上学习袁勇
攀高峰遥

本报讯 5月 13日袁河南省煤田
地质局党委召开渊扩大冤会议袁认真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遥 局党委书
记石迎军主持会议袁 局长余纪云出
席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袁贯通历史尧现实尧未来袁立意
高远尧思想深刻尧内涵丰富尧意义重
大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尧思想性尧战
略性和指导性袁 为新时代青年成长
成才指明了前进方向袁 为做好新时
代共青团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遥会
议要求袁 全局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引导
广大青年干部青春心向党尧 建功新
时代袁充分发挥青年的生力军作用袁
当好生态文明建设尧 地质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突击队遥 一要认真抓好学
习贯彻工作遥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袁全面系统学尧及时

跟进学尧联系实际学袁组织开展大学
习尧大讨论尧大实践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
精神实质遥二要引导广大青年建功立
业遥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把个人野小
我冶融入事业发展野大我冶袁组织开展
野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
程冶青春建功行动袁主动给青年交任
务尧搭台子尧压担子袁引导广大青年到
重点项目第一线尧 重大任务最前沿尧
关键吃劲岗位上磨练袁 在重大改革尧
重点项目尧 重要任务中奋勇争先尧岗
位建功遥 三要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
度遥要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
本大计袁始终关注青年尧关心青年尧关
爱青年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群团工
作的领导袁 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
制袁 认真研究青年干部成长规律袁继
续推进优秀年轻干部选拔袁加强青年
业务骨干人才培养袁持续为广大青年
营造更好环境尧提供广阔舞台遥

李亚辉

河南局党委引导青年干部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 5月 13日袁中煤航测遥
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
赖百炼为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团
课遥

赖百炼结合个人工作尧 生活经
历袁 重点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年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
感悟体会袁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并对
煤航 野十三五冶 时期的工作进行了
全面总结回顾袁 还从当下测绘地理
信息企业数量尧 发展主要经济指
标尧 行业机遇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测
绘地理信息的发展现状袁 从系统阐
述集团发展战略尧 采取主要措施等
方面对煤航 野十四五冶 发展进行了

讲解遥
他要求煤航全体团员青年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发展的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袁 深入领会讲话
精神袁将精神融入日常工作袁立足岗
位尧苦练本领尧创先争优袁不负时代尧
不负韶华袁 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望袁以爱国尧进步尧民主尧科学为主旋
律袁 写就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青春
华章遥

野迎风摇曳的幼苗并不引人注
目袁 但是必然归属一定是参天的大
树遥冶赖百炼以自己的人生感悟结束
了本次团课袁 他希望全体团员青年
扎根工作岗位袁 在煤航的舞台上实
现人生价值袁 力争早日成为一棵参
天大树遥 杜旭涛

煤航集团党委书记

为团员青年讲授团课

河南局资环二院

吹起野节约风冶过好野紧日子冶

情系黄岗村 老骥不偷闲
要要要记山东局二队退休老党员李虎仁

阴 张树青

山东局五队服务群众受称赞

学知不足 业精于勤
要要要谈野学习冶感悟

阴 闫海英

煤 田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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